
新增功能！地點 – 對應您相片中的地點與真實世界的地點。
輕鬆按照地點來新增、檢視和管理您的相片收藏。

®Corel
®PaintShop Photo

Pro X3

新增功能！HDR – 新增黑白 HDR、
對齊預覽以及批次合併預設選項的控制項

®Corel
PaintShop™ Pro

X4 

新增功能！人物 – 使用人臉辨識技術協助您識別並標記相片中的人物。 
®根據人物搜尋您的相片收藏並將個別人物連結至 Facebook  和 

®Flickr  上的社交媒體聯絡人。

新增功能！懷舊風格 – 製作並套用自己專屬的早期 Lomo 
相機復古風樣貌。

新增功能！即時特效面板 – 現在只要指尖輕按幾下就能使用超過 
100 種富有創意的預設特效。在「藝術」、「肖像」、
「黑白」或任何您建立的自訂預設目錄中存取特效。

部分

新增功能！單張 RAW 相片 – 將單張 RAW 
相片分割成        曝光相片再重新合併以創造 HDR 風格特效。

新增功能！漸層濾鏡效果 – 
互動式漸層控制項可讓您模擬相機鏡頭使用漸層濾鏡的效果。

新增功能！分享我的旅程 – 使用 Google Maps™ 的旅遊互動式投影片 
秀出您的旅遊照。按照地點檢視相片、沿著旅遊路線檢視相片或放
大檢視相片的方式，來探索地圖和 Google 街景。
以投影片的方式線上分享或上傳至 Dropbox 和張貼在 Facebook。

新增功能！文字工具 – 文字選取與編輯更加直覺化，而「文字」
工具與「選取」工具間的互動也有所提升。

新增功能！分享選項 – 額外的社交媒體整合可讓您同時上傳相片到 
Facebook、Flickr 以及 Google+ 等帳戶。

新增功能！裁切工具 – 裁切影像時更富彈性且易於使用，
可達到您想要的影像焦點和尺寸。
您也可以定義自訂的裁切區域並將    儲存為預設設定。

新增功能！多指令碼支援 – 全新「執行多個指令碼」
選項可讓您選擇多個指令碼並依序執行。

新增功能！筆刷 – 新增對 Photoshop 筆刷 (.abr 格式) 的支援

新增功能！Corel 指南 – 內建影片教學課程、
免費下載內容以及額外好康

新增功能！相片混合 – 輕鬆新增移動物件並以「自動筆刷」
增強功能來預覽是否對齊

新增功能！RAW/JPG 配對 – 輕鬆以群組的方式過濾 RAW 和 JPG 
檔案以便迅速編輯。

數位移軸 – 模仿昂貴的移軸鏡頭特效，將場景轉變成微縮模型世界

補光與清晰感 – 調亮相片的陰暗區域，同時使影像其餘部分保持不變。

新增功能！重新設計的工作區 – 可在「管理」、「調整」與「編輯」
工作區間自由移動

RAW 編輯器 – 對您的 RAW 影像進行非破壞性的調整。
輕鬆還原過度曝光區域的細節、修正白平衡等。

輕鬆編輯相片。效果卓然出眾。

PaintShop Pro 版本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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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®Corel
®PaintShop  Pro X5

REALLUSION FaceFilter Studio 2.0 -  臉部表情變形工具，
增添相片中人物神韻風采

®Corel
®PaintShop  Pro X5

Ultimate

NIK Color Efex Pro 3.0 - 強大的外掛創意濾鏡，打造多種效果獨特的
專業相片。

一系列創意功能 - 數十種全新的筆刷、
材質和超過100種免版權背景圖，進一步編修您的相片。

增強功能

增強功能

增強功能

增強功能

增強功能



簡易批次處理 – 只要調整一張相片，即可將這些變更套用至多張相片。

整合式媒體管理 – 在各種工作區存取「媒體管理」、建立自訂匣，
並使用縮圖與預覽快速組織及選取相片。

新增功能！管理工具 – 現在可以按照人物和地點尋找相片。分類、
搜尋、評等及標記相片，讓您快速找到最愛的相片。

新增功能！16 位元支援，可進行更多調整與特效套用

智慧型雕刻器 – 可將物件從影像上完美移除，
以及擴大或縮小物件而不變形。

物件擷取工具 – 快速而準確地分隔及移除影像中的物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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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飽和色調特效 – 大幅提升低彩度區域的色彩。

自動保留原版 – 自動儲存原版相片的副本。

可顯示的浮水印 – 為您的相片和攝影作品印上商標和品牌。

新增功能！圖層樣式 – 提供全新的精確度控制項，
並可輕鬆從「圖層」面板存取

相似區域填色工具

調整圖層

時光機濾鏡與相片外觀

學習中心

修飾工具 – 移除瑕疵、漂白牙齒、調亮眼神、
加深膚色以及讓主角看起來較為瘦小

物件移除工具

移除數位相機雜點及移除色差濾鏡

步驟記錄面板與選擇性復原

歪斜轉正、透視及放大鏡變形校正濾鏡

指令碼

複製與刮痕移除工具

向量繪圖工具

Web 圖形：影像最佳化、轉換建立工具以及影像切割連結工具與影
像對應連結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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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僅限 8 
位元支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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